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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5门ESL课程

二级
5门ESL课程

三级
5门ESL课程

四级
4门ESL课程 + 1门专业学术课程

五级
2 个 ESL 课程 + 3 个学术课程

录取要求
TRU英语分级测试
TOEFL iBT 20

录取要求
完成1级ESL课程
参加英语水平分级测
试(EPT)

录取要求
IELTS: 5.0+, TOEFL iBT: 61+, TOEFL 
PBT: 500 - 529, MELAB: 69+, CanTEST: 
3.5+, CAEL: 总分 40+ , TRU ESL 2级

录取要求
IELTS: 5.5+ 单项不低于5.0, TOEFL iBT: 71+, TOEFL 
PBT: 530 - 549, MELAB: 74+, CanTEST: 4.0+ 单项
不低于3.5, CAEL: 总分 50+ 单项不低于40, TRU 
ESL 3级

录取要求
IELTS: 6.0+ 单项不低于5.5, TOEFL iBT: 80+, TOEFL 
PBT: 550 - 569, MELAB: 77+, CanTEST: 4.0+ 单项
不低于4.0, CAEL: 总分 60+ 单项不低于50, TRU 
ESL 4级

直接进入学术课程的学习

录取要求：
• IELTS: 6.5+ 单项不低于6.0
• TOEFL iBT: 88+ 单项不低于20
• TOEFL PBT: 570+, TWE 4.5+
• MELAB: 81+

• CanTEST: 4.5+ 单项不低于4.0
• CAEL: 总分70+, 单项不低于60
• PTE: 58+
• TRU ESL 5级

• DAAD（德意志学术交流机构评定）或CEFR（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评定）：
• B2（仅限国际交流访问学生）；学生须在入学时进行EPT测试，以评定是否需要进行语言学习。
• C1，进行学位学习的学生。

英语语言课程（ELP）

2021 课程费用* 加元
本科学费（大学预科和专业课程） $7,540/学期（最多4门课程，或12学分）

$9,177/学期（5门课程，或15学分）

每一个额外学分：$546（秋/冬学期）$628（夏季学期）

特殊专业学费：探险运动向导证书 $15,914 - 21,218/年，根据运动类别学费有所不同

建筑工程技术学（ARET） $10,817/学期（大约18学分）

应用型可持续牧场经营管理（威廉湖校区授课） $15,300/第一年

烹饪（Red Seal 全国认证） $16,027/一级，$8,039/二级

工程学 - 第1或第2学年转入UBC（不列颠哥伦比
亚大学）或UVic（维多利亚大学）

$22,729/第一年

园艺 $18,025 全额学费

零售肉食品加工 $19,500 全额学费

软件工程 $22,099/第一年

水资源和污水处理 $21,582/第一年

英语第二语言教育学费（ESL） $6,900/学期（最多4门课程，或12学分）
$8,400/学期（5门课程，或15学分）

学士后证书课程学费学士后证书课程学费 $1,885/课程（$628/学分）

$7,540/学期（4门课程，或12学分）

2020 研究生学费2020 研究生学费

GDBA 工商管理毕业证书课程（即，MBA 工商管理硕士、MEEM 环境
经济管理硕士、MScEEM 环境经济管理理学硕士第一学年的学习）

$2,334/课程（学费总额$14,000，最多6门课程）

MBA 工商管理硕士（3学期） $30,571 全额学费

环境经济与管理硕士 （MEEM） 
或环境经济及管理（科学）硕士（MScEEM）

$33,630 全额学费

GCES 教育学研究生证书（Pre-MED教育硕士预备课程） $7,900/学期

MEd 教育硕士（3学期），如选择毕业设计或硕士论文则需第4
学期

$8,760/学期
$4,325/第4学期，如适用

MSc 环境科学理学硕士（2年或6个学期） $5,839/学期

MN 健康护理学硕士（2年或6个学期） $5,217/学期

MScDS 科学数据科学硕士 $35,700 全额学费

杂费（图书馆、课外活动、学生社团、U-Pass 大学通行证，等等） $542/学期 （ 12学分 ）

申请费（一次性缴纳，不予退费） $100

住宿费   详情请浏览网站 tru.ca/housing

寄宿家庭
每日三餐、私人卧室、家具、加拿大本地家庭

$3,500/学期（约$875/月）
$150 安置费
$420 押金

North Tower 学生宿舍（校园内）
配备全套家具、空调系统、无烟房、安全门禁系统、高速互联网、电话、有
线电视、房间清洁。4套间独立卧室，不含餐食，要求居住至少2学期。

$7,730* 秋季和冬季两学期
$500 申请费和押金
*费用包含学生宿舍业余活动相关费用（不予退费）

McGill Residence 学生宿舍（校园内）
配备私人卧室和简单厨具，公共卫生间。不含餐食。

$5,180* 秋季和冬季两学期
$500 申请费和押金
*费用包含学生宿舍业余活动相关费用（不予退费）

East Village 学生宿舍（紧邻校园）
2卧室或4卧室套房，配有公共厨房、起居室，和公共区域。不含餐食。

$7,065* 每间卧室，4卧室套间
$8,400* 每间卧室，2卧室套间
$500 申请费和押金
*3学期：2019年8月31日至2020年8月8日。费用包含学生宿

舍业余活动相关费用（不予退费）

其他相关费用：
• 医疗保险
• 教材费
• TRUSU TRU学生会健康和牙医保险套餐（trusu.ca）

$75 一个月
$100-500/学期
$248/年

每学期开支估算每学期开支估算 （本科层次费用，McGill Residence 学生宿舍） 平均 $13,102 学期

专业学习领域
普通文科、人文社会学
人类学、传播学（新媒体研究和公共关系）、 
经济学、经济数学、政治经济学、英语、 
地理和环境研究、历史、跨学科研究、新闻学、 
现代语言学、数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 
戏剧、视觉艺术

工商管理和经济学
财会、工商管理、经济学、创投、环境经济和可
持续发展、金融、人力资源管理、国际商务、领
导力、管理学、市场营销、供应链管理

教育学、社会工作和社群服务
教育学（幼儿及学前教育、小学教育、中学教
育、领导力、STEM-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
教育、TESL）英语第二语言教学、ESL 英语第
二语言教育、社会工作。

医疗卫生及临床护理
临床护理、医学预科、呼吸治疗

法律与司法
法律博士，警察和司法研究

普通理科和计算机科学
应用可持续牧场管理、建筑工程技术、动物生物
学、生物学、细胞学、分子微生物学、生物化
学、化学、计算机科学、计算机科学和数学、数
据科学、工程学、生态和环境生物学、环境化
学、林学、地理、数学、物理、卫生健康预科 
（脊椎理疗、牙医、内科、自然理疗及药物、眼
科验光、药剂科学、康复科学、动物医学）、软
件工程、统计学

探险运动、烹饪和旅游
探险运动研究、烹饪（Red-Seal 全国认证）、
旅游景点开发、创投、大型节日及活动管理、度
假村及酒店管理、旅游度假村体验管理、体育赛
事运营管理、零售肉食品加工

职业技术教育
园艺、工具仪表控制技术、电力工程、技工基础
教育、制冷及空调技术、职业技术行业领导力、
水资源和污水处理技术

定制培训
夏季、冬季和其它短期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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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U

   3,000+ 
来自全球103个国家

的国际学生

140+ 
学术专业 

truworld.ca 
地址：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, 805 TRU Way, Kamloops, BC, Canada  V2C 0C8   |   电话：+1-250-828-5252   |   传真：+1-250-371-5513 

问询：china@tru.ca  |  本科及以下层次，及学士后申请：iapply@tru.ca  |  硕士研究生申请： iGrad@tru.ca

 
100,000+

甘露市
总人口

   

27oC 至 33oC 
不列颠哥伦比亚（BC）省 

第2大阳光城

 

-5oC 至 +4oC 
世界顶级滑雪 

和单板滑雪胜地

14,000       17,000
在校学生 远程教育学生

硕士学位、研究生证书、学士学位、 

学士后文凭、大专文凭和单科证书、 

副学士学位、英语教育（ESL）、 

大学转学分、大学预备课程

申请截止时间
1月至4月学期：
每年10月1日

5月至8月学期： 
每年2月1日

9月至12月学期： 
每年5月1日

通过网络申请truworld.ca/apply
注：如有有生源空缺，迟到申请将被考虑。竞争录取专业申请截止时间可能不同，请与招生官核对。个别专业依照招生情况可能提前满额。

高品质的教学，久负盛誉的国际学生支持服务，世界顶级的运动休闲设施，风景如画的现代校园，小班授课，灵活的转学分政策， 

带薪实习，实力强劲的大学体育代表队，多种奖学金，一流的校园学生宿舍，英语语言学习和专业课可同时进行，认可托福TOEFL 

和雅思 IELTS 成绩，提供英语水平能力测试。

truworld truworld truworld truworldtruworld tru.ca/videos

加拿大国家教育部品牌大学


